
早在三月中返回亞洲的時候，已經收

到公司的最新指示，四月十七日於南韓釜

山投入新航線。新航線是公司的其中一條

較長的航線，航線名字是南中國美國東岸

特快線，完成一個航次需時六十三天。聽

到這個消息後，我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

的夢想快要達成了！從小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乘坐飛機環遊世界，體驗各地的風土

人情。不過，今次完成夢想的方法十分

特別，就是乘坐商船飄洋過海。回想起今

年的一月份在鹿特丹登船，當時主要往返

歐洲與美國東岸。相隔兩個月後，我們從

歐洲經蘇彝士運河駛回亞洲。從香港出發

後，船將會從亞洲橫越太平洋，駛往貫穿

中美洲之間的巴拿馬運河，然後向美國東

岸進發。這次回到紐約的話，剛好環繞地

球整整一圈，也就是說我們的船已經環遊

世界一週了。在橫越太平洋這段漫長的航

程中，陪伴我值班的是新來的烏克蘭籍大

副。最初以為回到亞洲後就會跟其他見習

生更換值班時間，誰知道船長已經預先安

排好一切，繼續維持我的值班時間不變。

後來跟新上任的大副聊天的時候，才明白

箇中原因。原因是新來的大副和華籍水

手長言語不通，船長安排我為他們擔任翻

譯員，從而減少雙方因為語言不同而產生

的誤會。不過，有時候大家會互相比劃和

在紙上畫圖案示意，對方也會明白。值班

的時候，大副和我閒話家常和分享他在航

海生涯中的難忘經歷，當然還少不了指導

我航海技術和如何提升工作效率。另外，

大副知道我素來對古典音樂有頗濃厚的興

趣，他告訴我夏威夷群島附近有一連串海

底山脈，名字是音樂家群山（Musicians 

Seamounts），所有山脈都是以著名的作

曲家命名的，例如貝多芬（Beethoven）、

莫 札 特（Mozart）、 馬 勒（Mahler）、

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等。適逢其

會，剛好我們的預定大圈航行（great circle 

sailing）航線就是在那一連串海底山脈附

近，在編號 4805海圖上可以見到它們所在

的位置，真教我這位音樂愛好者感到莫名

的興奮，就像探險家發現新大陸一樣。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五月份是踏入

初夏的時候，乍暖還寒的天氣變得炎熱起

來。不過，由於我們使用大圈航行的關

係，船從香港啟航後就向東北方行駛。當

船在北緯約四十度附近一帶時，天氣漸趨

寒冷，室外氣溫只有攝氏六度。每當凌晨

三時四十五分起床梳洗預備上駕駛台值班

時，從被窩裏鑽出來感覺好像掉進冰窖一

樣，加上使用未加熱的自來水洗臉，寒

冷刺骨的溫度使精神頓時為之一振。大

約在香港至巴拿馬的巴保亞（Balboa）行

程一半左右，船慢慢把航向調整至約東南

偏東，緯度逐漸靠近赤道的時候，情況開

始有所改善。同時，昏暗的天色亦逐漸明

朗起來，剛好生日那天清晨可以見到一輪

紅日在地平線慢慢升起，使我領略到大自

然美麗的一面和造物者的偉大。到了五月

十三日，我們終於抵達位於中美洲的太

平洋與大西洋特快通道——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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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串寶石在黑暗中閃耀，煞是好看。當差

不多到達運河船閘的時候，在遠處可以看

見船閘基堤上有一個霓虹燈箭頭號誌，就

像舊九廣鐵路（英段）時代的號誌臂，它

指示著船應進入哪個船閘室、前進、停

止、等候船閘室準備就緒等等。大約隔了

半小時左右，船艏首先經過運河閘口突出

的基堤，小艇上的運河工人先把鋼纜帶引

上船，並套上船艏右側纜樁與銀灰色的小

火車（locomotive / mule）連接起來。與此

同時，船艏左側與船艉各有一艘拖輪協助

船進入船閘室。整條船完全進入船閘室的

時候，船艏左側和船艉兩側已用鋼纜與閘

室頂部的四輛小火車連接起來，把船固定

在船閘室的正中位置，而拖輪早就在船進

入船閘室前逐一離開。固定位置後，船艉

附近的水閘徐徐關上，大量的水從船閘室

的底部注入，使第一船閘室與第二船閘室

的水位相等，整個注水的過程只需十分鐘

左右就完成。當注水完畢後，船就可以駛

入下一個船閘室。等待注水過程完成的時

候，船長、三副、舵手和我可以休息一會。

船長知道我素來喜歡攝影，幾天前提醒我

在抵達運河前做好準備，謹記隨身攜帶數

碼相機及為電池充電，趁機拍下充滿熱帶

雨林氣息的景色。不過，由於運河的景色

十分迷人，使我拍下了不少照片，而船員

之間也會互相分享照片，為自己留下美好

的回憶。

　　

駛入運河初段時，船長先讓我觀察三

副如何操作主機傳令鐘 (Engine Telegraph)

和在機艙傳令簿 (Bell Book)上摘錄進出

船閘的時間等事項，然後讓我一個人獨自

操作。雖然說平常靠泊碼頭和啟航時已經

對於上述操作頗為熟悉，但是進入運河和

船閘等狹窄航道，始終會讓我倍添緊張，

巴拿馬運河於一九一四年正式啟用，

至今已經有九十八年的歷史了。追溯歷

史，運河開通前，所有商船必須繞道經

過南美洲智利的合恩角（Cabo de Hornos 

或 The Horn），該處水域的氣候十分惡

劣，自古以來是危險的航道，航行時要特

別小心謹慎。一八七三年，運河由法國人

開始修建，但由於中美洲氣候炎熱多雨，

地理環境複雜，加上瘧疾及黃熱病等傳染

病肆虐的關係，不少工人因此而不幸葬身

此地。在種種不理想的條件底下，法國人

只好放棄，交由美國人接手興建。運河通

航後，就成為了往來太平洋與大西洋的一

條捷徑，航行距離由約八千海里縮短至約

四十五海里，而航行時間則由二十多天大

大縮短至八小時。為了縮短航行距離、時

間和避免受惡劣天氣的影響，商船大多選

擇巴拿馬運河作為由亞洲前往北美洲東部

航線的一部分。適逢其會，我們的船由於

需要前往巴拿馬、牙買加及美國東岸數個

港口，加上船的總長度（length overall）、

寬度（breadth）、吃水（draught）皆符合

運河船閘室（lock chamber）的大小，故此

取道巴拿馬運河，而能夠通過巴拿馬運河

的船隻則通稱為「巴拿馬級」船（Panama 

Class）。

　　

抵達運河前，我們先使用甚高頻無線

電向運河管制站申報，於錨地等待有關當

局安排。大約凌晨三點多的時候，得到允

許及引航員登船後，船開始緩緩地行駛。

從錨地至運河太平洋入口米拉佛雷斯船閘

（Mirafl ores Locks）前之間的航程，我們

按照左右兩列燈標所指示的航道和領航員

的指引行駛。在漆黑的夜裡，兩列燈標為

我們指引出一條水道，就像民航客機降落

時跑道上的指示燈。右紅左綠的燈標就像



船閘和水壩打開，達到緊急洩洪的目的，

使水位回復正常水平。

　　

到了美國東岸，本來想相約親友出

來見面吃飯，可惜因為車程太久，所以只

能透過電話聯繫，聽聽對方的聲音。在對

話中，大家互相問候，得知他們生活一切

安好，同時分享我在船上工作的苦與樂。

中午時分，伙食供應商老李來了，船員最

關心他身上是否有電話卡出售，讓他們致

電回家和上網。早在抵靠紐約前，我已經

在港外發短訊通知老李替船員安排電話

卡。不過，由於老李身上沒有足夠數量的

電話卡，他只能晚一點把電話卡帶來。下

了班後，我乘坐老李的車出外到史提頓島

（Staten Island）的購物中心選購衣履，

順便去大型超級市場補給一下我的零食儲

備，放大洋的晚上可以讓我充饑。回到船

上，很多船員簇擁著我和老李嚷著要電話

卡，我連忙安排好一切，讓船員一個接一

個購買電話卡。而我也為電話卡充值，讓

自己上網瀏覽香港最新的新聞消息和上載

散文和照片與朋友分享。

　　

話說回來，四月底在香港的時候，

有大約數名新舊船員交替，其中一名新船

員是我的師兄，他比我早一屆畢業，年初

已經考取三級副長適任證書。他這次上船

是為晉升三副做準備，起初他跟隨二副值

班，對駕駛台和三副的工作範疇加深了

解。相隔一段時間後，經過船長及大副的

評估後，他終於正式被擢升為三副。從巴

拿馬開往釜山的航程中，師兄被安排在每

日四時至八時跟隨大副值班，而我也趁機

會向他討教關於工作及考取證書的經驗和

訣竅。每天早上下了班後，我跟隨三副進

行消防及救生設備的保養和維修，務求保

掌心冒汗，對於領航員的每一個命令必

須全神貫注地聆聽和立刻執行，偶一不

慎必造成重大事故。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

去，船已經駛進米拉佛雷斯湖（Mirafl ores 

Lake），然後進入皮德洛米蓋船閘（Pedro 

Miguel Locks）。離開太平洋邊陲的米拉

佛雷斯船閘和皮德洛米蓋船閘後，船已經

升至與湖面相同的水位，慢慢駛進加頓湖

（Gatun Lake）了。在平靜的湖面上行駛

的時候，船艏劃破了水面，泛起陣陣波浪，

翠綠的湖水倒映著藍天白雲，使過運河的

心情可以稍微放鬆。除了天空上有飛鳥翱

翔之外，湖裡還有鱷魚。起初見到湖面有

數個不明物在水面飄浮，還以為是樹木。

當拿起望遠鏡一看，原來是滿嘴尖牙的鱷

魚，為寧靜的氣氛平添幾分顫慄。經過八

小時的航程後，我們到達加頓船閘（Gatun 

Locks），三個船閘室把船慢慢下降至與

大西洋相同的水位，整個「翻山越嶺」過

程才宣告完成。順帶一提，很多人以為加

頓湖是整個運河系統的運作關鍵元素，其

實真正維持運河的正常運作是運河的水

源——查格拉斯河（Chagres River）。每

次船進出太平洋和大西洋接壤的船閘時，

導致七十六點五萬公升河水外溢。為確保

湖水充足及保持水位於正常水平，工程師

修建運河時已經在查格拉斯河於加頓船

閘（Gatun Locks）附近築起查格拉斯壩

（Chagres Dam）儲水，必要時可洩洪讓

河水回復至正常水位，而且可以利用水力

發電提供電力支持船閘的運作，可謂一舉

兩得。查格拉斯河長年川流不息，一直以

來滋潤著整個運河系統。不過，去年夏天

的特大暴雨導致運河有史以來第一次封河

二十四小時。洪水夾雜著泥沙沖進運河，

使船閘室排水系統閉塞，水位同時不斷上

升，大大影響航行安全，故不得不把所有



在看雜誌的時候，某些專欄特別推介可讀

性高的書籍，當中不乏中港台三地的出版

物。當看到值得閱讀的書籍推介時，我會

事先把書名抄下，然後看看在台灣高雄上

岸時是否有機會購買心儀的書籍，至於香

港的出版物和雜誌，則透過電郵或短訊麻

煩家人代勞了。閱讀雜誌時，正是我汲取

寫作靈感的良好時機，見到精闢的字句我

會抄寫下來，留待日後寫作時以備不時之

需。有些時候，國內船員邀請我去打紙牌

或喝一杯，由於我對這些活動不感興趣，

只好婉拒他們的好意了。另外，有些船員

因為英語能力稍遜，對於國外的產品一竅

不通，所以晚上寫完工作日誌後就替他們

翻譯產品說明，讓他們明白產品的用途。

每次完成翻譯後，他們總會請我喝一杯清

茶或吃零食，這也是船員之間聯絡感情的

其中一個方式。日子久了，大家就像兄弟

一樣，互相照顧對方。至於學習方面，我

與內地的見習生組成學習小組，大家互相

指導對方，分享工作經驗，從而提升工作

效率。同時，我即將接近放船歸家的日子，

手上的文書工作需要逐一交給其餘的見習

生，例如冷凍貨櫃紀錄簿、初級船員工作

時數紀錄、電話表等。當交接完成後，我

也準備收拾行裝和打掃房間，把房間內的

一切還原。

　　

從巴拿馬的克利斯托堡啟航，經過

二十五天的航行時間，我們終於抵靠韓國

釜山。釜山是韓國南部的著名的港口，屈

指一算我已經隨船三次停靠釜山港，而這

次是最後一次了。在上岸遊玩前，我陪同

檢疫員檢查船上是否有外來的昆蟲，以防

散播傳染病。檢查過程中，我突然興之所

至，哼起朝鮮兒歌《小白船》，檢疫員聽

到後也跟我一塊兒「合奏」。後來他問起

持所有設備處於良好狀態，可供船員隨時

在緊急情況下使用。剛離開巴拿馬的克利

斯托堡（Cristobal）沒多久，大副安排我

和水手長去協助三副維修救生艇的繫穩鋼

纜（grip wire）。到了安全訓練及緊急演

習的時候，我和三副一起為船員講解救生

艇和救生筏內的求生工具，讓各船員溫故

知新，學習如何正確使用求生工具保護自

己。適逢其會，船上某些求生訊號工具的

使用期限即將屆滿，我跟隨三副為工具逐

一檢查，然後準備物資申請清單，等待七

月初在香港把舊的求生訊號工具送交岸上

回收商，然後把新的存放在適當的位置。

值班的時候，我和三副一起在駕駛台，兩

名香港船員在一起的時候偶爾會聊聊天，

打破沉寂的氣氛，有時候大管輪也會到駕

駛台參與我們的「小組會議」，商量哪個

港口上岸觀光的好去處。另外，每當見到

醉人的景色時，我們立刻從口袋裡拿出數

碼相機，把眼前美麗的一刻留住。不過，

七月初我和大管輪放船後，就剩下三副自

己一個香港人孤軍作戰，沒有人用粵語跟

他交談了。

為期六十三天的航程裡，有四十五天

的時間是在大海中航行（行內俗稱「放大

洋」）。在漫長的航程中，很多人以為除

了工作以外，休息時間是百無聊賴的。不

過，船員會自己尋找活動消磨時間，讓自

己忙裡偷閒。我在船上工作十個月以來，

發現不同國籍的船員有不同的活動，例如

國內船員比較喜歡玩紙牌；菲籍船員喜歡

看電影、聊天；香港籍船員喜歡看電影、

聽音樂等。而我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在房

間內看生活雜誌、閱讀小說、寫明信片、

聽音樂，偶爾還會用口琴吹兩段曲子和菲

籍船員合奏，為船上生活加添一些色彩。



等紀念品，送給朋友的同時也為我留下回

憶，好讓我將來記得曾經到過哪些國家、

城市和港口。

　　

不經不覺，今天是我在船上工作剛

好半年的日子，是時候放船回家讓自己放

鬆一下，調整心理狀態。趁休假這段時間

裡，我打算去報考一些與工作相關的證書

課程，為將來做好準備。常言道：休息是

為了走更遠的路。休假期間，我有可能會

去祖國旅行，探望朋友和親身體驗紀錄片

所展示美麗的風光。如無意外，估計三個

月後再收拾行裝，準備登上見習生的第三

條船，繼續我的航海路，靠著明星的指引，

戰勝驚濤駭浪，尋找導岸！

　　

(方威先生：東方海外貨櫃航運甲板見習
生，AMNI, MIS )

我為甚麼認識這首歌，我回答他是我在唸

小學的時候上音樂課學的，這次的經歷再

次證明了音樂是無分國界，是世上人們共

同的語言。完成工作後，我和三副一起去

釜山市中心內遊覽。釜山市內的街道十分

潔淨，人們十分友善，遇到困難時會樂意

幫助你。還記得向路人問路時，我們遞了

碼頭的地址給一位中年婦人，她看完後就

告訴我們坐哪路車回去，心裡感到十分溫

暖。不過，我素來對韓語一竅不通，只能

向那位中年婦人說「kam-sha-ni-da!」（韓
語：謝謝你！），而她也向我們報以微笑。

進了市中心，首先要替朋友完成他們交托

的「任務」，就是選購韓國的化妝品。完

成任務後，我們繼續在市中心內探索，發

現有一家傳統的雜貨店。當見到貨架上有

韓國的特產紫菜時，我們二話不說買了一

點回去作伴手禮。回到碼頭旁的海員俱樂

部，我選購鑰匙扣、郵票、明信片、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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